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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宜蘭大學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園藝學系 

第一次系務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：111 年 09 月 07 日(星期三)，中午 12:10 

二、 地點：745 會議室 

三、 主席：高建元 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劉安礎 

四、 出席人員：石正中老師、陳素瓊老師、朱玉老師、尤進欽老師、張允瓊老師(公假)、

郭純德老師、鄔家琪老師、林建堯老師、鍾曉航老師、黃志偉老師、研究生代表

王大維、大學生代表黃毓晴、劉安礎。 

五、 上次系務會議執行情形：詳如附件 1 

六、 主席報告：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七、 業務報告： 

(一)111 學年度招生報到情形：碩士班 11 名、大一新生 40 名。 

(二)112 學年度招生名額：碩士班仍維持 12 名(碩甄一般生 5 人、在職生 2 人；碩考 5

人)；大學部 51 名(不含外加名額)。 

(三)111 學年度導師名單：碩士班導師石正中老師、園藝四導師鍾曉航老師、園藝三導

師朱玉老師、園藝二導師黃志偉老師、園藝一導師高建元老師。 

(四)111 年度雁行課業輔導計畫-申請對象必須符合弱勢學生資格。課業輔導科目成績為

全班排名 10%以內或經該科目老師推薦者，可擔任雁行課業輔導員。計畫代碼為

111G002-3，計畫經費 151,200 元。 

(五)111 年度各教學單位之專題演講補助經費，用於支應「演講費」及「國內交通費」，

詳情請洽系辦。計畫代碼為 111TGA-4，計畫經費 14,000 元。 

(六)本系 111 學年度碩士班新生計有 11 人、外籍生 1 人：何仲祥、劉芳孜、謝喬伃、

吳秀華、徐嘉誠、詹峯旻、黃亭維、陳廷媗、張韋宏、王凱文、游博智、溫善莎。 

(七)111-1 材料費分配情形詳如附件 2。 

(八)112 學年度招生工作，由高建元委員擔任召集人，各項招生工作相關委員如下。 

碩士班招生委員：高建元委員、朱玉委員、張允瓊委員、鄔家琪委員、郭純德委員、

林建堯委員。 

大學部招生委員：高建元委員、石正中委員、陳素瓊委員、尤進欽委員、黃志偉委

員、鍾曉航委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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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九) 112 學年度碩士班甄選網路報名時間：111.09.23-111.10.19 

口試時間：111.11.18 (星期五) 

112 學年度特殊選才招生網路報名時間：111.10.26-111.11.16 

口試時間：111.12.02 (星期五) 

     惠請兩組委員，預先空留時間以進行各項招生工作。 

(十)111 年度儀器設備費尚未請購與核銷的老師，惠請於 11 月底之前儘快採購，以利本系

經費執行率能達到學校所要求的績效指標。 

(十一)112 年度本系儀器設備費請購的實驗室與老師包括請園產品加工實驗室(石正中老

師)、永續景觀研究室(黃志偉老師)、種苗生產實驗室(鍾曉航老師)，惠請提早準備預購的

儀器設備項目及預估金額。113 年度主計室要預編經費，惠請花卉實驗室(朱玉老師)，提

早準備預購的儀器設備項目及預估金額。園產品處理實驗室(郭純德老師)、植物保護實驗室

(陳素瓊老師)暫由系辦編列，如有新進教師順利補位後，再請新進教師編列設備費 (詳如

附件 3)。 

(十二)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一貫修讀學、碩士學位已公告開放申請，請大四班導加以宣導，

欲申請同學須於 9 月 8 日中午 12:00 之前繳交相關資料予系辦。 

 

八、 提案討論： 

提案一：111 學年度課程委員會議委員遴選案，提請 討論(系主任)。 

說  明： 

1. 本系 110 學年度課程委員會議委員任期至 111 年 7 月 31 日止，111 學年度重新

遴選。 

2. 由本系專任教師中遴選 4 名，任期：自 111 年 08 月 01 日至 112 年 07 月 31 日

止。 

擬  辦：依選舉結果聘任。 

決  議： 

1.選票結果依序是：朱玉老師(5 票)、尤進欽老師(5 票)、張允瓊老師(5 票)、鄔家琪老

師(5 票)、林建堯老師(5 票)、鍾曉航老師(5 票)、黃志偉老師(5 票)、石正中老師(4 票)、陳

素瓊老師(1 票)、郭純德老師(0 票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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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本學年度課程委員會議委員為朱玉老師(5 票)、林建堯老師(5 票)、鍾曉航老師(5 票)、

黃志偉老師(5 票)，院課程委員會議委員為黃志偉老師。 

九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十、 請教務處綜合業務組向系上老師說明 108 新課綱改革、介紹學習歷程檔案、協助評

量尺規修訂、貴系各招生管道檢討或建議等主題。 

經與會委員同意如下， 

1.將分發入學科目減為 3 項，自然(*1.00)、化學(*1.00)、國文(*1.00)。 

2.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取消口試，學測成績採計比例調整為 35%、審查資料調整為

65%。 

3.從大學招生管道挪移 4 個名額至四技招生管道。 

散會：13:30 

 

 

 
國立宜蘭大學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執行追踨表 

會議日期：111 年 04 月 20 日 
 
提案 案由及決議事項 提案人 執行情形 
一 案由：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碩士學位考試資

格檢核，提請 討論。 
決議：修正後通過。 

系主任 周冠諺、黃光輝、曹非羽、游

璧寧、陳俊宏已通過碩士學

位考試，周冠諺、曹非羽、黃

光輝三位同學已辦理離校手

續。 
二 案由：本系 111 學年度系主任人選遴選案，

提請 討論。 
決議： 
一、經本系全體專任教師(11 位)票選，投票

結果：高建元老師 7 票、尤進欽老師

5 票。 
二、本系推薦高建元老師與尤進欽老師為系

主任候選人並簽請校長遴選任命之。 

系主任 已由校長任命高建元老師為

園藝學系系主任。 

 

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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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學年度第 1學期園藝學系材料費分配明細表 

教師姓名 基本額(元) 實驗課程名稱 

實驗課程數 

(5000元/1門課) 

研究生人數

(1000元/人) 

研究生 小計 

尤進欽 4000  0 2000 顏成展、盧思佑 6000 

石正中 4000  0 2000 王凱文、游博智 6000 

朱玉 4000 花卉學實驗 5000 3000 許冠中、鄭琳、黃亭維 12000 

林建堯 4000 園藝技術 一 5000 4000 廖偉志、謝喬伃、吳秀華、劉芳孜 13000 

高建元 4000  0 3000 王大維、陳廷媗、張韋宏 7000 

陳素瓊 4000  0 0 - 4000 

郭純德 4000  0 2000 張榛芸、詹少樺 6000 

張允瓊 4000  0 3000 陳佑瑜、徐嘉誠、詹峯旻 7000 

鄔家琪 4000 蔬菜學實驗 5000 3000 陳明立、陳玉安、周曉琪 12000 

黃志偉 4000  0 2000 李翊慈、何仲祥 6000 

鍾曉航 4000  0 3000 鄭棣友、王昱凱、溫善莎 7000 

總計      86000 

備註：材料費分配方式 :[ 基本額(4000元/人)+(1000×研究生人數)+(5000×實驗課程門數)] 

 

附件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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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11 年-113 年園藝學系設備費輪流分配表 

順位 姓名 金額（元） 備註 

1 黃志偉 300,000 112 年度擬分配 30 萬元 

2 鍾曉航 300,000 112 年度擬分配 30 萬元 

3 石正中 300,000 112 年度擬分配 30 萬元 

4 郭純德 300,000 113 年度擬分配 30 萬元 

5 陳素瓊 300,000 113 年度擬分配 30 萬元 

6 朱玉 300,000 113 年度已分配 30 萬元 

7 高建元 300,000 114 年度已分配 30 萬元 

8 鄔家琪 300,000 114 年度已分配 30 萬元 

9 尤進欽 300,000 111 年度擬分配 30 萬元 

10 林建堯 300,000 111 年度擬分配 30 萬元 

11 張允瓊 300,000 111 年度擬分配 30 萬元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

說明：110-112 會計年度各研究室設備費擬暫定 30 萬元，實質金額等研發處通知。 
 

 

 
 

 

 

 

附件 3 


